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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很久以前，母亲还是乡野村

子里一个清秀漂亮的小女孩，她
喜欢扎着鲜艳的红头绳，穿着摩
登的小皮鞋和外婆亲手缝制的美
丽裙子，她乖巧伶俐，和那些只知
玩闹调皮捣蛋的野孩子大相径
庭。在附近村民的眼里，她所在
的小家庭，父慈子孝，夫唱妇随，
和睦而美满。

尘世的幸福，似乎触手可及。
母亲回忆往事的时候，脸色

总是平静而无谓，似乎那些年的
快乐与骄傲，渺若云烟，不值一
提。

我总是想不通，那样无忧的
时光，就像掌心的小公主一般绽
放的时光，为何不能让母亲生出
一丝留恋。

母亲七岁那年，一个平凡无
奇的夏天，乡下的小河河水泛滥
成灾，外婆在外行路，不小心滑了
一跤，跌入翻滚的河水之中，从此
天人永隔。

幸福倏忽之间，便远走他乡
毫无讯息。

七岁就像一个分水岭，这一
边，如同童话里的小公主，那一
边，就像许多失去亲妈的孩子一
样，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开始
艰难地成长。

外公另娶，后妈精明唠叨，整
日打得好算盘，另外一个女人留
下的孩子，终究成了累赘。

舅舅被退学，在外打工，母亲
也早早退学，外出学习手艺，当时
她选择了裁缝一途。

我记得家里有一张黑白照
片，照片上母亲清秀纯真，就像一
朵光风霁月的雪莲。

那时，终究是年少。谁也做
不得自己的主。

母亲手艺学得还算利索，很

快就能自己谋生，时至今日，她依
旧操持着那份枯燥乏味的生计。
和她不一样，我从来学不会这些
手艺，母亲总是嫌我笨手笨脚，大
概是读书读傻了。

小时候，我偶尔听母亲说起
当年事，母亲会感叹，若是外婆还
在，她决计不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我总是无语，小时候不懂事，
长大了更是无所谓，毕竟，逝去的
光阴，谁也挽回不得。

记得老屋窗前摆着一架旧式
缝纫机，母亲坐在昏黄的灯光下，
一边麻利地缝制衣衫，一边和我
絮絮叨叨。

即使我听不懂，她也会自顾
自地说着，有时，在我的请求下，
给我讲故事。

我记得，故事是用来吓唬小
孩子的，里面有凶恶的老婆婆。

母亲不擅长讲故事，毕竟识
得字少，加之本性淳朴，也学不来
那些风花雪月浪漫旖旎。

二
母亲的感情之路，似乎颇为

顺坦。那个年代的少女，大多不
敢妄生心恋，只敢站在父母身后，
像李清照词里的少女一样，即使
有怦然心动的时机，也只能“倚门
回首，却把青梅嗅”。

母亲偷偷告诉我，她年少时
也遇到过一个很好的男孩子，只
是，缘分浅薄，没有走到一起。

她的言语之中，毫无遗憾和
惋惜之意，似乎只是平淡无波的
叙述，将当年一桩未完成的恋爱
事实倒出来而已。

我曾经好奇地问她，为什么
会选择我父亲，而不是那个男孩
子。

母亲淡然地告诉我，无缘，强
求不来。

其实，母亲从来不是一个敢

于争取的女子。
我这么说，倒不是因为她的

选择，而是因为她对待感情的态
度。

母亲实在是过于保守，在夫
妻关系上也毫无戒心。她和父亲
经常吵架，我小的时候，他们两天
一吵，三天一闹，整天闹个没完，
我有时候避出门去，他们还要一
起抓住我对我进行责骂批斗。

当年父亲讨得外婆欢心，外
婆急于将长大成人的母亲脱手，
于是收了父亲的微礼，将女儿送
到他家里。

嫁妆少得可怜，据说，只有几
床被子两个水盆。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却是个读
书人，和母亲有点不一样。

恰好，我爷爷和奶奶也是离
异的，这样一个不完整的家庭，让
我父亲十分敏感却又多情。

刚开始的时候，婚姻给人无
限憧憬，父母在一起甜甜蜜蜜恩
恩爱爱。

后来，和别的家庭一样，被家
庭琐事困扰，被生计困扰，被人际
关系困扰，被孩子困扰……

于是，便没完没了。
三

有一年，我从学校里回家，父
亲外出打牌。我整理旧物，翻到
一张情书。

竟然是父亲写给别的女人
的，我一气之下，就偷偷告诉母
亲。

母亲置若罔闻，继续干她的
活计。

我怕被父亲发现，后来，偷偷
将情书塞回箱子里。

有一些夜晚，稀松平常的夜
晚，我却仿佛记得清清楚楚。

我和母亲坐在灯下，母亲又
开始唠叨，说父亲这里不好那里

不好，我嫌她烦，不想听，她便无
奈地泪盈于睫，摆出一副凄楚可
怜的样子，我想，缘分这东西，真
是可恶至极。

我在日记本上写了很多天马
行空的词句，完全不知缘起，也不
知归宿。

当年，我父亲为了追求母亲，
天天骑着自行车载她外出游玩，
后来，追到手了，也不再珍惜了，
整天就是吵吵闹闹纷纷扰扰，什
么骂人的话儿都说得出来。

我从父亲的信件里看出，他
希望有一个琴瑟和鸣的爱人，而
不是一个没读过书的无知妇人。

父亲年轻时候的荒唐事，母
亲似乎向来不以为然，可惜，我却
觉得心酸，母亲也是因为后妈的
缘故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谁来成
全她呢？她曾经也是一朵解语
花，可是，没有栽培她的土壤，于
是，一切成了凋零的往事，成了灰
旧的影像，成了堕入尘世的一个
庸常女子。

世上没有完美的女神，哪个
女人跌入尘世中，都会叫你看到
世俗的一面。

就连沈从文和张兆和，林徽
因和梁思成，还有陆小曼和徐志
摩，那些出名的才子佳人，哪一
对，不需要经受红尘俗世的洗礼，
不需要迈过人生无常的坎坷？

我一直觉得，母亲为家庭付
出很多，她的心里，只装得下这个
家。她一个弱质女流，在外挣钱
养家糊口，没有公公婆婆的照应，
独自带大两个孩子，已经不容易
了。

四
很多年以后，母亲眼角生出

细细的皱纹，眸子也失去了年少
时期的清亮和纯真。

那张曾经教我惊艳的黑白照

片，已经承载不了岁月的变迁。
母亲的习性未变，却似乎多

了一丝豁达，少了一点刻薄。
毕竟，人到中年，心宽体胖，

宽便是宽了，谁也奈何不得。
母亲依旧顾家，每天上班挣

钱，家里装修的时候，她也逼着父
亲出力。

吵闹打斗，似乎离我们一家
远去，父母以自己平凡无奇的方
式维持婚姻，维系着亲情，也守候
着白首。

他们之间，我想，没有白首的
约定，却细水长流地延续到今日。

这是一个奇迹么？这不是奇
迹，只是寻常人家的一个小故事。

男人不够胆大，女人不够风
骚，想出轨，也没处去。

这句话，用在这里，似乎有些
不搭调。

可惜，我觉得，这是事实，也
是父母所在的这个村子的真实写
照。

很多男人有过外遇，结果不
了了之。也有女人伤心难过，闹
离婚，最后都无果而终。

我记得，有一户人家，最后成
功离婚了，孩子立时便退学回家
学手艺。

这些，都是这个时代的一抹
剪影，你无处宣泄，也无处苛责。

母亲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
买了西瓜回去，母亲说她肚子不
舒服，不能吃。

对我的这番情意，她似乎毫
无所觉，也未曾赞誉一声。

母亲站在灯下，为我细细梳
理那些新买的衣物。

我想起一朵素雅的菊花，未
至迟暮，却已沧桑。

这是一个世俗的妇人。
可是，她却是我深爱的母亲。

妈妈：
其实我并不想给你写信，因

为我们彼此太过熟悉了，虽然不
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但是几乎每
天都会开视频，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似乎都没有让彼此为对方操
心的事情。从小到大，你从来不
会寄希望于我的未来，你说你自
己就是普通人，基因如此，不奢望
自己的孩子能有多优秀，“望子成
龙”这个词在你的字典里让你很
不安。

我没有问过你，奶奶家一家
人当年那么重男轻女，那时候处
于人生最好年华的你为了我经历
了怎样的苦难，你从来没有暗示
过我你当年的遭遇，你不想让我
小小年纪陷入在愤怒里。只有家
里的亲戚偶尔会和我提起，你刚
刚生我的那几天，只有你一个人
孤独地在病房里抱着我，奶奶家
的人从来没出现过，我还没满月
就被你带回了外婆家。翻看旧照
片，每一张的我都笑靥如花，我一
直记得你把春天的野花辫在我的
辫子上，把夏天一闪一闪的萤火
虫当作星星装在透明的罐子里，
把秋天的满天繁星编成童话故事
一天一天地重复给我听，把冬天
的雪人想方设法搬进家里，第二
天早晨告诉我雪姑娘回家了，来
年冬天她会再来看望我。

你只希望我快乐。作为我的
家长，你确实让老师很头疼呢。
高考冲刺的时候，我数学成绩不
好，200 分的试卷 100 分都考不

到，对于那些形形色色的题目，我
觉得无能为力，数学老师也很着
急，很多次当众批评我，我忍不住
偷偷告诉你我觉得我考不上大学
了，我觉得人生都昏暗了。你问
清楚实情后，去找我们数学老师
谈了心，告诉她我自尊心很强，让
她不要批评我，实在不行放弃我
算了。当时离高考还剩一个月，
大家都觉得你是太惯着我，结果
数学老师放弃我之后，我自己能
静下心来自学，数学成绩奇迹般
地上升了。我后来问你为什么那
么确信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你说
没想那么多，只是希望我快乐，不
想让我受委屈，学习不好没关系，
人品好就行。

因为你我学会了爱。我和现
在的男朋友大一就认识了，大一
开学的那天你送我去报到，他是
我的班主任助理，你当时偷偷怂
恿我说，你看这学校那么大，你又
是路痴，我看这个男孩不错，你和
他试试好了，也好让你妈安心
些。我和他在一起的最终原因是
因为他对我很好，时常穿着白衬
衫爱打篮球的学长是很多女孩子
情窦初开时的梦想吧。和很多校
园情侣一样，我们大四分手了，我
考上公务员去了丹阳，他去了上
海读研。我想要不是你每天微信
上狂轰滥炸地要我和他复合，现
在的我可能不会这么快乐。我当
时一直和你解释我不能接受异地
恋，不停地质问你难道我不是你
亲生的吗，为什么向着别人家的

孩子说话，你只是和我说别人家
的孩子也是爸妈的宝贝，他的爸
妈也希望他快乐。事情总是随着
你的心意发展，我和他又在一起
了，他的品质值得我珍惜。你说，
你遇到这样的男孩子多好，他看
着你的时候眼睛里有星星啊。是
啊，正如你看着我的时候。爱是
包容，不是不断地索求，对吗？

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人
生观和世界观。从一个普通的职
员做到了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总
监，你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你繁
忙的工作之余默默地承担了家里
几乎所有的家务，从不和我抱怨
生活的苦，反而给了我一种岁月
静好的模样。你时常教育我对待
工作要脚踏实地，把工作做好才
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每
次你做饭都会把我拉到身边，告
诉我一蔬一饭对生活和爱来说是
那么重要。是啊，在你的眼里这
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
和能力领略它波光潋滟的好，并
以自己的好来成全它的更好是多
么美好的事情。

妈妈，谢谢你赋予我生命，并
陪伴我找到了完整的人格。你时
常说，母亲对孩子的爱，谈不上什
么“伟大”，都是应尽的义务和天
性，那么让我们一起互相勉励，帮
助对方成为更好的人吧，正如书
上说的那样，“即使是灰姑娘，也
不依靠嫁给王子的恩典来取得幸
福”。

亲爱的妈妈：
在母亲节来临之际，先

祝福您节日快乐,永远年轻！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三

十余年的岁月，您总是无微
不至地照顾我、呵护我。现
我已长大，成为一名母亲，可
是在您的心中，我永远是个
需要在您的庇护下成长的孩
子。我就像是一条在大海中
乘风破浪的船，而妈妈您就
是我这条船上的帆，帮助我
把握好方向，向前方继续航
行！亲爱的妈妈，谢谢您给
予我的一切！

翻开相册，回想过往，我
和您生活的点点滴滴历历在
目：幼儿时，家境贫寒、条件
艰苦，可是您依然把我惯成
小公主，自己穿着破旧的衣
服，也会咬咬牙给我买新衣
服过年；上学时，起早贪黑、
辛勤劳作，可是您工作再苦
再累，也从不在我面前诉说，
只会默默地陪伴我完成每天
的学习任务；大学初期，我第
一次离开了您的身边，离开
了您的细心呵护，当时的我
非常不适应，有些悲伤，是
您，每天一个电话，给予我精
神上的鼓励；工作后，有时因
为遇到一些困难，有些沮丧，
您依然耐心地开导我，帮助
我分析问题，做我的良师益
友；初为人母时，您以过来人
的经验告诉我如何养儿育
儿，帮我分担看护孩子的辛

劳。
犹记得：在我临盆的那

晚，是您一直伴我左右，给我
加油鼓劲，消除我的紧张。
在我疼得哭天喊地时，是您
安慰我，是您帮我擦汗，也是
您一夜不敢合眼，直到清晨
小果果呱呱坠地，我们母子
平安，您才放心，才肯做片刻
休息。

虽然我已到而立之年，
可依然离不开您的关心和照
顾。有时面对您的苦口婆
心，我却送上一句“啰嗦”回
应您；有时对于您的细心呵
护，我却心生反感，不理解您
的苦心；有时见到您对孩子
的溺爱，我却时时埋怨，没能
体谅您的用心。现在想来，
是多么的不应该啊！妈妈，
请您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更
加成熟，让自己的生活过得
更加充实！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
晖！您对我的关爱，我无法
用言语形容，往后余生，我会
永远伴您左右，携手同行，共
建幸福的人生！

谢谢您，我最亲爱的妈
妈！我爱您，我最美丽的妈
妈！

此致
敬礼！

您的女儿：昕
2019年5月5日

亲爱的妈妈：
你好。很庆幸作为你的女

儿写下这封信。
你年轻的时候，就是我们

眼中的超人，是我们的守护
神。你抚养我们长大，看着我
们成才，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

现在，超人老了，病了，
走不动了，为什么要拒绝我们
的守护与陪伴呢？

你总是说，你成为了我们
的拖累。

难道你忘了，这么多年
来，我们一直理所应当地享受
你的付出，肆无忌惮地挥霍你

的爱，你从来没有半分怨言。
我们又怎么会嫌弃你呢？然而
每次去陪你，你总是呵斥我
们：“怎么又来了，工作有没有
做完？”你知道吗，没有做完的
工作，只有舍不得的你。只有
每天回来看到你健健康康的，
我们心里才踏实。

妈妈，你从来不知道什么
是辛苦，在你的熏陶下，我们
也同样如此。所以，妈妈，请
不要心疼我们加班加点的工
作，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甘瓜
抱苦蒂，美枣生荆棘。我们会
很努力很努力，所以，妈妈，

你一定要一直一直地监督我们。
生活和苦难从来未曾打倒

你，都成了你通向成功的垫脚
石，但我们却是你的软肋。然
而现在，你的软肋也在努力变
强，今后由我们来迎接生活的
挑战，我们来护你周全，我们
来带给你幸福快乐。

妈妈，你总是说你书读得
不多，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但
是你所说的每句话，你所做的
每件事，都对我们的人生产生
了深远的指导意义，我都记得
呢。

你说做什么事情都要坚

持。从小到大，再苦再难我们
都一起咬牙挺过去了。所以，
我的妈妈，请你一定要坚持，
积极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努力
地呼吸。

你说人一定要正直善良。
可是妈妈，我们舍不得让外界
的纷纷扰扰侵害你孱弱的身
体，所以当我们面对你，面若
桃花，全部都是好消息。我们
知道，你喜欢得意洋洋的我们。

你说，你们太老实了，没
有我你们该怎么办。可是你又
教导我们，还是老实点好，老
实人不吃亏。我们知道，你那

么爱我们，一定舍不得让我们
独自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社
会。所以，我们需要你在一
起，一起努力加油，创造美好
生活，也给周围的人增添更多
微笑。

“最心痛是，爱得太迟，
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说“妈
妈，我们爱你”。天长地久有时
尽，唯母女之爱日月长。愿时
光走得慢一点，往后余生 ，换
我们来为你遮风挡雨，让我们
来替你负重前行。

你的女儿：蒋晓明

亲爱的祖国母亲：
您好！展信佳，见字如面。

七十周年，总写繁荣。中国正大
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华民族
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世界正
在重新认识中国，而中国也以新
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古代四大发明在几百年前
传到世界各地，不同程度上影响
了各国文明进程，它们曾是外国
人认知中国的一种方式。如今，
高铁、共享单车、网购、移动支付
已成为外国受访者谈及中国时
频繁提到的四大神器，也被人们
冠以“新四大发明”的称号。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高铁运
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
家，高铁总体技术水平位居世界
前列。随着中国高铁“走出去”
的进程加快，它逐渐成为了中国
形象的新标志，成为让外国人了
解中国的一个新切入点，也让世
界各国看到了中国制造的新实
力。

共享单车则有效解决了群
众出行“最早一公里”和“最后一
公里”问题，受到市民普遍欢

迎。通过更加便民的方式推进
绿色出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让自行车这一环保出行方式回
归城市。英国《金融时报》说，共
享单车是中国引领世界创新的
一个例子。

网购为老百姓带来的生活
便利，同样赢得了世界瞩目。如
今，作为世界第一网购零售市场
的中国，为世界经济带来了互联
网商机。与此同时，以支付宝和
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让
手机取代了钱包，二维码“扫一
扫”付款也成为了一种新时尚。
腾讯和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智
慧生活指数报告显示，84%的受
访者表示“出门不带钱、只带手
机”。

“新四大发明”与中国经济、
社会、科技的全面发展密不可
分。技术和价格的优势使中国
高铁得以迅速走向世界。自行
车的再度回归为城市环境做出
了极大贡献。无现金城市正极
大地便利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可以说，“新四大发明”是中国送
给西方的又一张名片。

虽然，严格来说，“新四大发

明”并非首先出现在中国，或者
100%中国原创。但它们在中国
得到广泛运用，并带来在其他国
家无法出现的创新。可以说，

“新四大发明”很大程度上更新
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
知。这些发明，不仅让中国百姓
的日子越过越好，也让中国成为
一个对世界有积极贡献的国家，
一个让世界感到温暖的国度。
我们每个人在自豪于“新四大发
明”完成生活文明传递的同时，
更应该为这个充满创新活力的
社会而鼓掌。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以其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优秀品格和
博大情怀，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
象。其迸发出的创新活力，极大
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迈向现代化的新征程上，
中国胸怀大国担当，正奋力开创
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塑造惊艳
世界的崭新形象。

此致
敬礼！

2019年5月4日

母亲节即将到来，算不得隆
重的大节日，却是一个充满温馨
和感恩的特殊日子。

只是，往年除了看到QQ群
里发来祝福信息，并没有其他的
节日氛围。

乌鸦反哺，感恩之心，古来有
之，这样一个奉行孝道底蕴深厚
的国度。

家庭这个纽带依旧是十分牢
固的，尤其是孩子和家长。

夫妻可以离婚重组家庭，孩
子却是身上掉下的肉，连着自己
的血脉。

看到朋友发信息，说母亲节
来了，要记得给妈妈一点关心和
宽慰。

于是上街买了一个西瓜，因
为老妈喜欢吃水果。

心意简单，却也拳拳。
谁料，妈妈下班回家，说肚子

不舒服，不能吃冷食，也不能分享
那只西瓜了。

和爸爸坐在一桌吃饭，爸爸
对我的“礼物”不甚在意。

傍晚，自己在外面散步。
槐树开花了，忍不住想起小

时候的种种。
爸爸妈妈经常吵架，有时也

打架，那时候躲在一旁暗暗咬牙，
决定以后一定要独立，不能被男
人欺负。

那时候对爸爸有成见，总觉
得他动手打人，实在可恶至极。

长大之后，看到有的家庭破
裂，有的夫妻貌合神离，有的外遇
频频不以为耻。

才慢慢发觉，这个社会已经
不是自己想象得那样单纯了。

男欢女爱，灯红酒绿，不过是
时代一抹鲜丽寻常的剪影。

没什么可耻的，没什么可顾
虑的。

小时候那一丁点倔强的念
头，似乎渺如云烟，再也寻不到根
踪。

所幸，爸爸妈妈打打闹闹几
十年，竟然一路平安无事地走过
来。

附近一对人人称羡的恩爱夫
妻反而各自有了外遇，从此陌路。

妈妈总是教导我，不能依赖
男人。

爸爸总是喝着小酒，看着海
峡两岸的新闻，大吹美国制度和
中国政治的优劣。

我偶尔插两句嘴。也是倔脾
气，常常和他们吵架。

说起来，长这么大，为父母所
做的，实在稀少得可怜。

老爸都说，不指望你给家里
带来什么，你能养活自己就行。

老妈还是那句老话，颇有些

胆战心惊地告诫我，老老实实的
女孩子，认准自己的定位。

槐树开的花，洁白馥郁，载着
我年少时期天马行空的幻想。

那时候，一个人静静地躺在
树荫下，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可
以毫无留恋，任由时光蹉跎。

成年，方知时间的宝贵。
总是嫌自己赚钱不够多，比

不上某些同学那么强大，身边有
不少优秀同学的例子。

有了比较，便生出不知足的
心态。

感情上，更是隐晦曲折。不
见阳光。

幸好，有父母陪在身边，总算
是捱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日。

记得有一年，送给爸爸一只
水杯，他倒是开心得不得了。

生活里到处都是摩擦就像石
子的棱角，磨来磨去，生疼，却无
可奈何。

不管如何，争吵也罢，冷战也
好，父母确实是生命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角色。

记得在英文词典上看到一个
造句，婚姻是有些人的羁绊。

有段时间，也这么认为，喜欢
自由自在，婚姻那玩意儿，不是羁
绊是什么呢。

很多朋友说我幼稚不成熟。
想来也是如此。

结果，回家工作，爸爸妈妈竟
然支持我的想法，叫我好好工作，
存钱自己过日子。

我想，老爸老妈真是奇葩了。
书柜里依旧摆着波伏娃的第

二性和某些女性作家的名著。
只是，年少时期不动声色的

叛逆之心，已经黯淡下去如同星
星点点未曾燎原的火苗。

终是承受不了尘世之风的摧
折。

经过很多事，遇到很多人，本
就欠缺的激情似乎耗尽了，就像
油枯灯尽。

在爸爸妈妈身边，似乎可以
过得惬意自在，也不再孜孜不倦
地追求什么。

五月，槐树的花盛开，又一点
点泛黄凋零，就像青葱懵懂的少
女时代。

无法挽留，只能一步步走下
去。

这个五月，迎来母亲节的节
日，我们依旧坐在同一座屋檐下，
淡然无波地叙说着那些琐事。

辇路前来，仿佛灯前事。
愿母亲和多年前一样清纯美

丽，虽然命理无端，并未受到上苍
的眷顾。

可是，就这么平安地过着，也
是一桩福缘吧。

堕入尘世的爱
丹阳经济开发区前艾村 刘云峰

给妈妈的一封信
丹阳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赵昊鸣

给妈妈的一封信

给妈妈的一封信
丹阳经济开发区华甸社区 蒋晓明

给祖国母亲的一封信
丹阳经济开发区华甸社区 朱杰

海浪上的芭蕾
丹阳经济开发区前艾村 刘园娟

亲爱的妈妈：
当我写这封信时，我思绪万

千。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
间，我已踏入社会好几年了，我也
有了自己的孩子，成为了人父。
而您，也已步入中年。回想起您
养育我的这二十六年，不必说，看
看您两鬓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就
知道，是何等的艰辛！感谢您给
予我生命，抚养我长大，让我有了
追求幸福，感受幸福，以及实现人
生价值的机会。

没有“白头生死鸳鸯浦”的轰
轰烈烈，却也使“夕阳无语为之
动”；没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
愿为连理枝”的海誓山盟，却也是

“天长地久有时尽，血脉相连无绝
期”的亘古永恒；没有“身似门前
双柳树，枝枝叶叶不相离”的长相
守，却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的默默祝愿……飘落的雪花
带不走凝固的记忆，穿越时空的
凝重进入不会老去的岁月，蓓蕾
般地默默等待，夕阳般地恋恋不
舍，在心的远景里，在灵魂深处折
射出两个字：“母亲”。以前作为
一个男人，我从来不矫情，很多话
都是放在心里，没跟您说过，今
日，趁这个机会，让我与您畅谈一
番。

妈妈，我听您说过很多，九十

年代，您为了争口气，生了我。怀
了孕，知道是男孩后才舍得买点
最便宜的水果。在那个计划生育
严抓的年代，怕被计生办的抓到，
只能今天躲在姑妈家，明天躲在
大姨妈家，每天都在和计生办打
着游击。在那个信息技术不发
达，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任
何事情可以消磨打发时间的日子
里，怀孕后期的您可以躲在家里
一整天，不敢出门，不敢发出声
音，直到我出生。为了给我上户
口，您交了1万多元的罚款，这在
当时对您来说是一笔巨款，然后
还要低声下气地去求人……每每
说到这些，您总是擦拭着眼眶里
的泪水，儿子我看着无比的揪心，
妈妈，我知道您不容易，从出生时
的那一声啼哭，再到呀呀学语，从
歪歪扭扭学步，再到背着小书包
上幼儿园，从小学时的第一次考
试再到高考，再到现在帮我们带
孩子……依然清楚地记得 2015
年 12月，当知道我要去工作了，
您冒着寒风去买了馄饨皮和馅，
您说：“明天你要去上班了，我包
馄饨明天早饭吃，吃了馄饨就是
想你在单位里稳稳当当的。”妈
妈，您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可
是……

没有阳光就没有温暖的日

子；没有雨露就没有五谷丰登；没
有水源就没有生命；有妈的孩子
像个宝，百善孝为先……这些都
是浅显的道理，可是我不仅没有
感恩，还常常为了一点琐事而与
您大喊大叫，还“美其名曰”是青
春期的叛逆。有时，我也会十分
自责，可是，我却仍旧对您不冷不
热，或是大喊大叫。这个世界上，
或许也只有您不计较了吧。但
是，从今往后都不会了。当我看
到您为我付出的那么多，当您把
所有最好的一切留给我时，我早
已决定，要对您好一点。

母亲，您知道吗？再过几天，
就是母亲节，我给您写了这样的
一封信，这是我第一次给您写信，
但是我希望这封信您不会看到，
因为我不想您看到儿子矫情的这
一面。我是男人，家里的顶梁柱，
我会把所有的对您爱藏在心里，
用我的行动去回报您。

妈妈，我很感激您。可是现
在，我不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来报答您，只能平时多关心您一
点，但是妈妈请您放心，乌鸦尚知
反哺，我一辈子不会忘了您的
好。趁这个机会，对您说一句：我
爱您！

此致。
敬礼！

给妈妈的一封信
丹阳经济开发区园林处 陈超

编者按：母亲节前夕，开发区机关、村（社区）干部和工作人员纷纷提笔，以给妈妈写信的方式，
表达对母亲的感恩，热情歌颂母爱的伟大，字里行间洋溢着满满的真情，令人动容不已。因版面有
限，纸短情长，本刊只能从众多作品中选登几篇，以飨读者。

丹阳经济开发区妇联 陈昕


